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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纲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理念 

MakeX 是一个引导青少年全方位成长的机器人赛事平台，旨在通过机器人

挑战赛、STEAM 嘉年华等活动形式，激发青少年对于创造的热爱，让大众更加

深刻认识 STEAM 教育的价值。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秉承创造、协作、快乐、分享的精神理念，希望通过

有趣、有挑战性的高水平比赛引导青少年系统学习科学（S）、技术（T）、工程

（E）、艺术（A）和数学（M），并将这些学科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探索和

解决实际问题 。 

 MakeX 赛事俱乐部理念 

 MakeX 赛事俱乐部是由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发起，致力于通过俱

乐部的形式，持续不断地赋能战队的培养，让俱乐部成为机器人赛事文化及

传承的核心枢纽，成为有底蕴、有影响力的团队组织。引导青少年带着共同

的目标及使命，一起进步、共同成长！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发起方将通过俱乐部联盟精英赛、战队深度交流游学、

科技企业参观、工程师面对面以及教师认证培训等活动，让俱乐部所有的学生、

老师们收获更加专业的机器人知识，近距离接触机器人研发的过程，进一步感受

机器人赛事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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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X 赛事俱乐部申请办法 

 可申请名额 

 申请名额限制 

无申请名额限制。 

 申请要求 

 赛事俱乐部申请要求   

1) 认同 MakeX 赛事精神，认同本赛事俱乐部管理手册相关约定。  

2) 俱乐部应当为法人主体，如企业、单位、学校等，不接受个人提交申请。  

3) 填写并提交赛事俱乐部申请书，通过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审核。  

4) 入会会费：新赛事会员俱乐部需缴纳 5000 元/年。 

 赛事俱乐部续签要求 

每年赛事会员俱乐部需发起次年续签申请，通过审批并缴纳会费后，该赛事

会员俱乐部将获得次年的赛事会员俱乐部资格。 

示例：某俱乐部于 2020 年签约，其申请 2021 年续签时，视为赛事俱乐部

续签。 

需在每年权益有效期结束前一个月提交续签申请并完成续签会费的缴纳。

MakeX 赛事会员俱乐部发起续签申请后，由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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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严重违反俱乐部管理手册相关规定者，续签申请将被驳回。 

续签会费：赛事会员俱乐部续签需缴纳 4000 元/年。 

 赛事俱乐部申请全流程 

 赛事俱乐部申请全流程示意图 

 

 赛事俱乐部申请表 

2021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赛事俱乐部申请表 

*申请即认同《2021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赛事俱乐部管理手册》中相关条例 

申请单位：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邮箱： 

单位所在地址： 

俱乐部创立时间： 

*若此前未创立俱乐部，则填写当前年份为创立时间 

 

¨ 新注册赛事俱乐部 

¨ 续签赛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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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赛事俱乐部名称： 

示例：深圳市童心制物 MakeX 赛事俱乐部  

*命名格式：地级市-自定义名称-赛事俱乐部 

*自定义名称应当小于等于 12 个中文字符 

*赛事俱乐部名称不得出现任何反动、违法内容 

*赛事俱乐部名称应当符合公序良俗 

拟定赛事俱乐部 LOGO 

尺寸：240*240 

大小：5MB 以内 

仅支持：Jpg、Jpeg、Png、Gif、Bmp、Psd、Tif 

拟定赛事俱乐部宣传语 

*赛事俱乐部宣传语应当小于 20 个中文字符 

*赛事俱乐部宣传语不得出现任何反动、违法内容 

*赛事俱乐部宣传语应当符合公序良俗 

拟定赛事俱乐部介绍 

*赛事俱乐部介绍应当不得超过 200 字 

*赛事俱乐部介绍不得出现任何反动、违法内容 

*赛事俱乐部介绍不得出现虚假宣传 

拟定赛事俱乐部网址 

示例：www.makex.cc 

*必须为介绍赛事俱乐部的页面，非公司介绍页、单位介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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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页面内容不得出现任何反动、违法内容 

*介绍页面内容应当符合公序良俗 

*介绍页面不得出现任何虚假宣传 

*本项为非必填项 

 

以下附证明材料、介绍材料 

附件一：MakeX 认证教师、认证裁判在职人员名单及证书截图 

附件二：往届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举办情况及参赛情况 

附近三：申请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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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俱乐部管理办法 

 赛事俱乐部晋升方式 

MakeX 赛事俱乐部联盟采用【会员俱乐部】、【精英俱乐部】双层管理结

构，每个层级具备不同的权益与义务，精英俱乐部将设置晋升条件，详细内容如

下。 

 赛事俱乐部层级 

1) MakeX 赛事会员俱乐部 

所有通过申请审核并缴纳会费的单位，自动成为 MakeX 赛事会员俱乐部。 

2) MakeX 赛事精英俱乐部 

MakeX 赛事会员俱乐部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可向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申请

晋级为 MakeX 赛事精英俱乐部： 

� 全年承办两场比赛及以上。  

� 全年承办的比赛总参赛队伍数量超过 100。 

� 签订官方赛事协议。 

� 有一位中级认证人员或三位初级认证人员在职。 

（认证人员指 MakeX 认证裁判或认证指导教师） 

*以上数据以 MakeX 赛事系统后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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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俱乐部的权益与义务 

 赛事俱乐部权益义务表 

板块 具体权益 义务 

 

 

 

 

 

 

 

 

 

赛事 

 
 

赛事举办权  

 

 

 

 

认可并遵守本管理手册相应要求 

 

 
 

赛事监督权 

赛事建议权 

MakeX 俱乐部联盟精英赛参与名额 

【俱乐部联盟精英赛将分配 2 倍年度积分】 

有权申请成为 MakeX 赛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单

位 

【赛事精英俱乐部权益】 

3 位教师免费参与 MakeX 初级指导教师认证 

（价值 299*3） 

            无 
 

共享初级指导教师及初级裁判最新培训资料 无 
 

允许申请成为当地认证考点 

【赛事精英俱乐部权益】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场认证考核 
 

1 位教师免费参加 MakeX 中级指导教师认证 

（价值 599） 

【赛事精英俱乐部权益】 

无 

允许申请成为当地认证培训点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场认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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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精英俱乐部权益】 

免费参与 Makeblock 创客马拉松的名额 

【赛事精英俱乐部权益】 

无 

 

品牌

宣传 

 

 
 

赛事俱乐部授牌 无 

俱乐部官方渠道展示 建议俱乐部自创俱乐部社交媒体

账号，包括但不仅限于微信公众

号、视频账号、知乎等 

企业资源支持 
 

优秀的俱乐部可优先获得相关企

业赞助及资源支持 

优胜赛事俱乐部专访 参加俱乐部联盟精英赛 

3.2.2 赛事俱乐部权益生效时间 

赛事俱乐部权益生效时间为申请单位缴纳会费 15 个工作日内。 

*若该申请单位未申请次年续签，则权益有效期为缴纳会费当日至次年同日。 

 赛事俱乐部嘉奖与惩罚措施 

 赛事俱乐部嘉奖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升 MakeX 赛事品牌，促进 MakeX 赛事俱乐部快速发展，特

制定以下奖励措施： 

1) 强化所属区域赛事技术水平 

a. 允许精英俱乐部申请成为 MakeX 赛事认证考点。  

赛事认证考点可自行招募、培训指导教师并向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申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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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认证。 

b. 支持赛事俱乐部提升自身的平均技术与教学水平。  

赛事俱乐部所属认证 MakeX 指导教师达到 10 人（含 10 人），赠送新赛季

小学组器材一套。 

*申请器材赞助时，需提供认证指导教师在职证明。 

2) 强化所属区域赛事宣传效益 

赛事会员俱乐部可与当地赞助商接触，MakeX 赛事机器人挑战赛发起方将

协助赛事会员单位进行赞助商引入，详情查阅品牌管理手册。 

 赛事俱乐部惩罚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升 MakeX 赛事品牌影响力，促进赛事俱乐部快速发展，特制

定以下惩罚措施。 

禁止徇私舞弊 

1) 办赛应当遵循裁判长回避原则  

� 赛事俱乐部办赛期间，不得聘用该俱乐部员工为赛事裁判长。 

� 可向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官方团队申请外派裁判长，由赛事俱乐部承

担相应费用。 

� 可聘请其他赛事俱乐部持证裁判担任裁判长 

2) 禁止恶意修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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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参赛成绩以选手签名确认为准，除裁判团队沟通后判决重赛外，禁

止以任何方式修改参赛队伍成绩。 

*若查实以恶意手段修改成绩，取消一切合作。 

  *因本惩罚条例的俱乐部单位将被收回授权、禁止次年续签。 

3) 禁止认证舞弊 

� 认证考点若出现泄露题目事件，将取消该考点的认证资格。 

� 考生在认证 MakeX 指导教师、裁判期间，若有舞弊行为，将取消该

次认证成绩，并禁止该考生两年内申请认证。 

� 单次认证若出现 20%考生舞弊，将取消该考点的认证资格。 

禁止二次或多次授权  

1) MakeX 赛事俱乐部由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发起方直接授权，禁止任何

单位违法授权。 

*违反本条例俱乐部将被收回授权、禁止次年续签，并依法追责。 

 赛事俱乐部联盟进入、退出机制 

 赛事俱乐部联盟进入机制 

1) 所有申请可于任意时间提交，提交时间不作为衡量标准。  

2) 申请审核通过后，缴纳会费即正式加入赛事俱乐部联盟。  

3) 若涉及 MakeX 赛事俱乐部联盟精英赛报名事宜，以报名时间截止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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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缴纳会费为准。 

 赛事俱乐部联盟退出机制 

1) 赛事俱乐部可提交申请退出 MakeX 赛事俱乐部联盟。  

2) 退出赛事俱乐部联盟将被下架所有权益，包含且不限于：收回授权、授

牌、下架官网俱乐部展示等。  

3) 精英俱乐部退出 MakeX 赛事俱乐部联盟后，若单位要重新加入赛事俱

乐部联盟，则需按照晋升机制重新晋升。  

4) 赛事俱乐部申请退出俱乐部联盟，本年度缴纳的会费不退还。 

5) 若严重违反本管理手册相关约定，将会强制该赛事俱乐部退出赛事俱乐

部联盟，并终止一切合作。 

6) 赛事俱乐部若有违法行为将自动退出赛事俱乐部联盟，并终止一切合作。 

 特殊情况说明 

 关于诚信竞赛的约定 

诚信竞赛，不通过任何手段取得不正当优势。 

若赛事俱乐部在俱乐部联盟精英赛中，被查实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优势，将按

照本管理手册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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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长回避原则 

当赛事俱乐部承办俱乐部联盟精英赛时，该场俱乐部联盟精英赛的裁判长职

位，应当遵循回避原则，由其他俱乐部持证裁判或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官方团

队外派裁判长担任。 

 连锁与加盟单位申报关系   

若某单位有连锁门店或加盟门店时，按照如下关系申报MakeX 赛事俱乐部。 

1) 总部与加盟门店原则上不属于同一个赛事俱乐部，申报时附加城市、区

域前缀名。  

2) 总部与连锁门店可申请同一赛事俱乐部，仅发放一块授权牌。 

 管理手册声明 

2021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赛事俱乐部管理手册的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

创客工场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本管理手册版权为深圳市创客工场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得到深圳市创客工

场科技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任何单位、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包括但不限于任

何网络媒体、电子媒体及书面媒体。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     

  13 

 


